
 

2017 年初一年级上学期十校联考试期末测试解析 
(2018.1) 

命题教师：胡丹霞、黄佳   审题教师：周子敬  听力录音：王博、张帆 

一、听力 略 

 

二、单项选择（8 分）  解析教师：黄佳 

28: D 

本题考察的是特殊疑问词的用法。根据本题上下文的语意可以得知，第一个人说这支蓝色的

钢笔是我的，后一个人回答说是 Helen 的。所以题目问的是这一支是谁的，但所给选项中没

有 whose.最合适的就只有 What about 了，表示那么这一支呢？故选 D。 

29: D 

本题考察的是动词的各种形式，like 表示喜欢，如果后面要加动词，通常是加动名词形式 Ving，

四个选项中只有 eating 符合，所以选 D。 

30: D 

本题考察的是介词的用法，在具体的时间如几点几分前要用 at，在具体某一天前，用 on，

不管是指具体某一天的早上，下午或者晚上。所以选 D。 

31: B 

本题考察的是形容词和副词的区别，形容词用来修饰名词，第一空横线后面的 eating habit

饮食习惯是名词，所以第一空填 good；第二空横线前 eats 是动词，需要用副词来修饰，所

以用 well。故答案选 B。 

32: B 

本题考察的是形容词的词意。前半句说到排球是我最喜欢的运动，所以后面的形容词肯定是

说排球的好，并且后半句用了 but 连接，说明后两个词的意思是对立的。A 选项，放松的，

有趣的，两词不是对立的；B 选项，难的，有趣的，最符合题意；C 选项，无聊的，难的，

不符合题意；D 选项，有趣的，容易的，不符合题意。所以选 B。 

33: A 

本题考察的是特殊疑问句。看本题的第二句的回答是 31 美元，是对价格的回答。问价钱的

句子是用 How much,并且题干中也是对 trousers 进行提问，得知是用复数。所以选 A. How 

much are they? 

34: B 

本题考察的基数词和序数词的用法。本题的题意是八单元很容易，但第九单元很难。前一空

在 unit 后面应该接基数词，后一空选项中给的都是序数词，并且序数词前一定要加 the。所

以选 B。 

35: C 

本题考察的是特殊疑问词。本题第二句回的是时间，对时间提问，只能用 when,所以选 C。 

 

 

三、语言知识运用。（10 分）  解析教师：黄佳 



 

36. D 

本题题意为：他穿着一条短裤和一条汗衫。一条应该用 a pair of，所以选 D。 

37. B 

本题题意为：这个书架很不整洁，书到处都是。到处应该用 everywhere，所以选 B。 

38. A 

本题题意为：感谢你为我们做了一架模型飞机。为......感谢某人，应该用 Thank you for，

并且 for 后面要用动词 ing 形式，与题干相符，所以选 A。 

39. E 

本题题意为：从你家到银行有多远？从......到......应该用 from...to。所以本题选 E。 

40. C 

本题题意为：生日聚会就要来临了。让我们考虑一下需要的实物吧。考虑应该用 think about ,

所以选 C。 

41. H 

本题题意为：后来，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应该用 After that，又因为该词组

放在句首，所以要大写。故选 H。 

42. G 

本题题意为：--下周一我们将会去郊游。--祝你们玩得开心。玩得开心应该用 Have a good day。

故选 G。 

43. J 

本题题意为：我明天就能见到你了，对吗？见到你应该用 see you，故选 J。 

44. I 

本题题意为：请拨打 202937765 找他。拨打什么电话找某人，应该用 call sb. at ，故选 I。 

45. F 

本题题意为：--他是我们班上最好的篮球选手了。---那是当然。当然应该用 for sure，故选

F。 

 

四、完形填空（10 分）        

46. A 

本题考察的是介词，根据上下文可以得知，在树下有很多盒子。只有 Under 符合题意，故选

A。 

47. B 

本题考察的是动词短语，have a look 看一看。结合上下文可以得知盒子里有很多礼物，所

以主人公想看一看。故选 B。                                                        

48. C 

本题考察的是名词词意，根据后面一句话可以得知她 75 岁，就知道是作者的祖母。所以选 C。 

49. B  

本题考察的是名词词意，根据后面一句话可以得知 Frank 的钢笔和橡皮擦到处都是，所以这

份礼物是给他的文具盒。所以选 B。 



 

50. D 

本题考察的是特殊疑问词，根据后一句的答案 watch 可以得知，这一空是对事物进行提问，

所以用 what.故选 D。 

51. C 

本题考察的是形容词，根据下文爸爸喜欢黑色，可以得知，既然这份礼物是给爸爸的，所以

选黑色。故选 C。 

52. A  

本题考察的是动词词义，四个选项分别是喜爱，了解，帮助，有；只有喜爱符合题意。故选

A。 

53. B 

本题考察的是动词词义，根据后一句他总想要一个新的，可以得知他上周掉了他黑色的手表。

四个选项分别表示拼写，丢失，认为，发现。只有丢失符合题意，故选 B。 

54. Ａ 

本题考察的是动词词义，句意为妈妈说所有的礼物都来自圣诞老人。四个选项分别表示说，

打电话，看见，来。只有说符合题意，所以选 A。 

55. C 

本题考察的是动词词义，最后一句表达的是对圣诞老人的感谢。固定搭配 Thanks a lot.所

以选 C。 

 

五、阅读理解(30 分)  解析教师：胡丹霞 

A)请阅读下列短文，根据短文内容从每小题所给的 A、B、C、D 四个选项中选出最佳答案。

(每小题 2 分) 

A 

56:C 

细节理解题。本文第一个表格 Sun Painting Club 提到年龄范围是 Ages of kids: 6-15，复

合题干中七岁的孩子，故本题选 C。 

57:D 

细节理解题。本文题干要求是报三门课程，表格一 Chinese painting 的费用 360，表格二

200 yuan for each sport，两门球类运动就是 400，400+360=760。故本题选 D。 

58:C 

细节理解题。本文第二个表格都是在讲运动的，但根据题干 Linda 只能去八月的课程，因此

根据 August 1-10 (baseball)，故本题选 C。 

B  

59:B 

词义猜测题。文章第一段中提到‚What's the good place for us to play sports? It is the 

playground（操场）‛，根据后文的回答操场，可知下划线 place 所在的问句问的是地点，

场所。故选 B。 

60:B 



 

细节理解题。文章第二段中提到‚What does Frank have? Oh, he has one soccer ball, 

two basketballs, three baseballs and one tennis ball, but he doesn't have a tennis 

bat.‛翻译为‚Frank 有什么？哦，他有一个足球，两个篮球，三个棒球和一个网球，但是

他没有网球拍。解答此题需要将他所拥有的球的数量加起来，1+2+3+1=7。故选 B。 

61:D 

细节推断题。根据文章第二自然段的‚But his sister Jenny has a volleyball.‛可知 A 是

正确的；根据 ‚Peter has a baseball‛可知 B 是正确的；‛ Alan has a basketball, but 

he doesn't have a soccer ball or a tennis ball.‛可知 C 是正确的。此题题干告诉我们要

选择错误的选项，根据‛ Jenny likes to play volleyball after school.‚可知 D 选项是错

误的，故选 D。 

62:A 

主旨大意题。文章主要说的是 sports，而且文章是围绕小伙伴们所拥有的球类物品展开的。

故选 A。 

C  

63:B 

词义猜测题。 根据第二段的排比句型，可知这里是将微笑带来的种种特点。那本据说的是微

笑能够在黑暗中带给我们以光明，能推断出这里的 darkness 指的是黑暗。故选 B。 

64:B 

细节理解题。根据文章第二段‚Smiles are like the rainbow‛ 可知此题答案选 B。 

65:C 

细节理解题。根据题干是问哪一个选项没有涉及到。文章第三段内容‛ Teachers' smiles 

encourage us. Mothers' smiles warm us. Friends' smiles make us closer.‛涉及了

ABD 因此本题答案选 C。 

66:C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四段‚Smile is an international（国际的） language.‛可知本题答

案选 C。 

                                 D 

67:D 

细节理解题。根据题干 according to Liu Yiwei，我们可以在第一个表格中寻找答案。根据

第一个表格里的第二行‚I think eating healthily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r teenagers

（青少年）.‛可知本题选择 D。  

68:B 

词义猜测题。根据后文的意思，如果你吃不同种的食物，就很容易获取你身体所需的营养。

那么 variety 在的句子也就是说，你可以吃你最喜欢的食物，但是最好就是吃不同种多样的

食物。因此本题答案选 B。 

69:D 

细节理解题。根据题干这里是文 Guan Xiaotong，因此答案在第三个表格。根据第三个表格

第一行的‚I like home-made（家里做的）food best because it's healthy. I often eat some 



 

delicious food made by my parents.‛ 可知她最喜欢的食物是家里做的食物，因此选择

D。 

70:C 

细节推断题。根据题干是要选择 NOT True 的选项，因此我们要判断哪一个不正确则为答案。

A 选项在文中第一个表格的第一行‚I'm Liu Yiwei. I'm a TV presenter（主持人）on a diet

（饮食）show.‛ 便可找到，A 是正确的。B 选项在第二个表格的最后一句‚In order to 

improve energy（能量），I would eat some eggs, beef, chicken, fish and so on.‛可找

到，B 是正确的。C 选项说得是 Guan Xiaotong 最喜欢的是 hamburger，但是文中‛I like 

home-made（家里做的）food best because it's healthy.‛因此 C 选项是错误的。最后 D

选项是一个概括表述，这三段都是将饮食有关的内容，是正确的。因此本题选择 C。 

 

(B) 阅读短文，根据短文内容填写表格，将答案写在答题卡相应的位置，所用单词不超过三

个。（每空 2 分，共 10 分）  解析教师：胡丹霞 

答案：71. Li Jingtao    72. Thursday    73. lost the wallet    74. October 26th    

75. Lily 

71:由倒数第三句‚I'm Li Jingtao.‛ 可知这是 Li Jingtao 打来找 Headmaster Li 的，因

此 From:后面填 Li Jingtao。 

72:根据对话前面(It's Thursday, October 26th.)，可知今天是 Thursday。因此 Day:后面

填 Thursday。 

73:根据文中‛ Headmaster Li called the police that a teacher lost a wallet last week. 

Now, we find a wallet. There is an ID card in it. We want to know if（是否）it is the 

teacher's.‛可知他想知道那个丢了钱包的老师的名字，因此此处 who 引导的定语从句后要

填写的就是‚丢了钱包的‛，填写 lost a wallet。 

74:由文中‚Ask him to call me back before 16:00 this afternoon.‛可知需要回复的时

间是今天下午四点前。那题干是一个留言便条，为了明确时间，留言便条一般会表明今天的

确切日期，因此根据文章第一个时间提示(It's Thursday, October 26th.)，可知今天的日期，

因此此空填写 October 26th.。 

75:此题题干前面是 taken by，因此要填写的内容是被谁写下来的便条。根据文中对话

‚Hello, Headmaster's office, and this is Lily.‛，接电话的是 Lily。因此此空填写 Lily。 

 

六、补全对话（5 分）  解析教师：周子敬 

补全对话题是一道考查语言运用的题型，需要学生根据上下文语境来做到文章的补充。本题

是需要在已给的选项中选择合适的答语填入空白中， 话题来自于课本单元，题型较易。 

76. F   根据下文的回答，‘有趣？（我认为）它很无聊。’本题填入的是 Alice 对历史的看

法，觉得历史很有趣，所以选择 F 选项，意思是‘它（历史）很有趣’。 

77. G 根据下文的回答 Mr. Brown 可知这一句是对人物身份的询问，需要用到 who 引导

的特殊疑问句，所以选择 G 选项，意思是‘谁是你的历史老师呢？’。 

78. C   根据下文的回答，可知这一句是对上课时间的询问，需要用到 when 引导的特殊疑



 

问句,所以选择 C 选项，意思是‘你什么时候上历史课？’ 

79. E 根据上文的提问 What do you have on Monday, Wednesday and Friday?可知下

文是回答具体科目，所以选择 E 选项，意思是‘我上数学课’。 

80. A 根据上文提问 Do you like math?,这是个一般疑问句，回答应该用 Yes/No.又根据

下文 But 表转折，可知这里是给予否定回答，所以选择 A 选项，意思是‘不，我不喜欢’。 

七、书面表达 （10 分）  解析教师：胡丹霞 

     I like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foods. But my favorite food is hotpot.On the one 

hand,I like spicy food.I live in Nanchang, and most of the people in Nanchang like 

spicy food. On the other hand, I can eat different kinds of things in hotpot. I can eat 

vegetables, and I can eat meat in it as well. The most famous hotpot is from 

Sichuan, so I hope I can go to Sichuan one day!  

However，I can’t eat too much hotpot, because eating too much spicy food is 

bad for my health. I also need to eat some rice and noodles which are good for my 

health.  

This is my favorite food.What about yours?       

                          

八、学习技能（10 分）  解析教师：周子敬 

学习技能是一项考察写作能力的句型，需要学生根据给定的例句形式，对题目中的信息进行

描述，并模仿写出对应的英语句子。话题来源于课文单元，题型较易。 

81. We sell the handbag for ¥ 30.   

82. We sell the white hat for ¥ 15. 

83. We sell the trousers/pants for ¥ 75. 

84. We sell the shorts for ¥ 20. 

85. We sell the sweater for ¥ 90. 

(以上仅为参考句型，学生若使用同义句型，或给商品自行添加颜色，量词等细节信息，语法

使用正确，也视为正确答案) 

 

 


